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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业国企改革投资机会梳理 
 
■事件概要：据媒体报道，一名接近国资委并参与当前一线国企改革

方案设计的权威专家透露，国企改革“1+N” 方案随时可能出台，

不会晚于今年 10 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1+N 方案”中的“1” 是

有关国企改革全局的指导意见，经过各方的讨论后已经形成初步的意

见，而十几个与之配套的分项改革实施方案“N”因为出现意见分歧

将相继出台，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文件，国有资产管理、员工持股计

划的文件等等。预计后期将公布国企改革第二批试点企业名单，后续

有持续的催化剂。从各地透露的国企改革信号来看，重组整合、混改、

资产证券化等成为各省下半年国企改革的重点目标和任务，我们建议

重点关注国企改革的投资机会。 

■通信板块中的国企实力雄厚，改革带来了新机遇。我们将通信板块

国有企业进行梳理，通信板块国企一共有 20 家左右，市值比重占到

了 36%左右，对于整个通信板块还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普天

系（上海普天、东方通信、东信和平）、武邮系（烽火通信、光迅科

技、长江通信）、大唐系（大唐电信、高鸿股份）、特发系（特发信息）、

中电科（杰赛科技）、中国电子（深桑达 A）、运营商系（中国联通、

号百控股）等，在各自领域内（运营与设备）都有较强的实力。 

■改革思路：资本运作+股权激励机制。从通信国企近年变化来看，

通信行业国企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资产整合以及员工激励，后续若

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望迸发出较大的投资机会。2014 年烽火

通信、光迅科技、高鸿股份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海格通信向管理层定

增同时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包括 2015 年特发信息均向管理层增发募

集资金，统一管理层、核心员工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增强企业经营活

力。其中以武汉邮科院下属的烽火科技来看，2014 年 7 月发布了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受益对象包括公司高层以及核心管理、业务

以及技术骨干，激励对象多达 732 人，这样能解决人才的激励问题，

使得国企员工和二级市场的股东绑定到一起，有更强动力去将公司做

强做大。之后再 2014 年 11 月份启动收购烽火星空剩余 49%的股权，

烽火星空的主营业务由网络信息安全、移动信息化两个板块构成，都

是较为优质的资产。特发信息于 2015 年 4 月发布收购草案，拟收购

深圳东志、成都傅立叶转型军工通信，并由管理层认购定增股份完成

持股，成为国企改革黑马。我们认为国有通信企业在技术储备方面具

有很强优势，只要员工激励到位，定能爆发出更强的活力，同时再加

上资本运作、资产证券化，国有资产和二级市场利益会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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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思路 1：运营商系改革提高运营效率。三大电信运营商合资成立铁塔公司，

后续将持续推进铁塔资产剥离注入铁塔公司，进行轻资产化运营，同时对民

资更加开放包括移动转售和宽带接入。市场多次传言联通与电信合并，我们

判断可能性不大，后续改革的方向包括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提高经营效

率，但不排除未来成立国有控股公司将联通电信集团纳入统一集团的管理的

可能性。A 股市场重点关注中国联通、号百控股（中国电信集团下属上市公司）。 

 

投资思路 2：通过兼并重组提升国有通信设备企业综合实力以积极参与海外竞

争。并购重组快速做大做强，顺应一带一路进军国际市场，将会是通信设备

行业未来几年重要的改革思路。特别是普天系（上海普天、东方通信、东信

和平）、武邮系（烽火通信、光迅科技、长江通信）和大唐系（大唐电信、高

鸿股份）三大国有通信集团有资产整合重组的预期，建议重点关注。 

 

投资思路 3：集团思路灵活，大集团小市值的上市公司。从二级市场的角度来

看，通信国企应该从什么角度来选择？我们认为首先上市公司依托的集团是

必须有资本运作规划，而且集团体内资产较为优质，比较突出的是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拥有千亿以上年产值，但上市公司只有 8 家，

证券化率非常低。根据中电科领导 14 年在首届中国军工产融年会上的讲话，

未来将“发挥已有上市公司及新增上市公司的平台运用，通过分板块的专业

化重组和内部整合，逐步解决集团内部同业竞争，打造覆盖软件信息与服务、

电子材料、装备、元器件、整机集成等多业务、多特点的资本市场对接平台，

释放军工资产的内在价值”，建议重点关注中电科通信相关资产杰赛科技，以

及特发集团下属特发信息、中国电子旗下深桑达 A 等。 

 

综述上我们重点推荐：中国联通、杰赛科技、特发信息、深桑达 A、大唐电

信、东方通信、烽火通信。 

 

■风险提示：国企改革进程不达预期 
 

表 1：通信板块重点国企 

公司名称 代码 市值（亿元） 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公司近况 

中国联通 600050.SH 149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组预期 

号百控股 600640.SH 130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组预期 

大唐电信 600198.SH 290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整合芯片资产，专利方面有较强

优势 

烽火通信 600498.SH 288  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权激励，整合集团旗下资产 

光迅科技 002281.SZ 100  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股权激励，增发融资 

海格通信 002465.SZ 373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向大股东定增，员工持股计划 

星网锐捷 002396.SZ 123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改革预期 

上海普天 600680.SH 74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改革预期 

东方通信 600776.SH 139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有股权激励，近期订单较多 

杰赛科技 002544.SZ 197  
广州通信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中电科改革预期 

高鸿股份 000851.SZ 79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权激励 

特发信息 000070.SZ 64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转型军工通信+员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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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2：ETSI 统计的 LTE/LTE-A 专利族比重 

排名 公司 国家 比重 

1 三星 韩国 11.5% 

2 高通 美国 10.4% 

3 华为 中国 7.7% 

4 InterDigital 美国 7.1% 

5 爱立信 瑞典 7.1% 

6 中兴 中国 6.7% 

7 摩托罗拉 美国 6.0% 

8 LG 韩国 5.9% 

9 NTT Docomo 日本 5.1% 

10 大唐 中国 5.1% 

数据来源：ETSI，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附：通信重点国企集团介绍： 

（1）武邮系：烽火科技集团是中国主要的信息通信领域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

提供商，“武汉•中国光谷”的核心企业，直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管理。集团于 1974 年正式成立，经过近四十多年的发展，已形成覆盖光纤通

信技术、数据通信技术、无线通信技术与智能化应用技术四大产业的发展格

局，是目前全球唯一集光电器件、光纤光缆、光通信系统和网络于一体的通

信高技术企业。集团旗下拥有多家上市公司、控股公司、全资公司与合资公

司。旗下上市公司：烽火通信、光迅科技、长江通信。 

 

（2）普天系：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以信息通信产品制造、贸易、

相关技术研究和服务为主业的中央企业，经营范围涵盖信息通信、广电、行

业信息化、金融电子和新能源等产业领域。国家创新型高新技术骨干企业，

拥有 5 家上市公司，净资产超过 100 亿元，在京津冀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珠

江三角洲以及中西部地区均建立了重要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制造基地，产品和

服务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普天“POTEVIO”是国家重点支持

出口的知名品牌之一。旗下有 5 家上市公司（上海普天、东方通信、南京普

天、成都普天电缆、东信和平）分别在香港、上海、深圳等地上市。 

 

（3）大唐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

的一个专门从事电子信息系统装备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大型高科技中央企业。

以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为母公司，旗下设有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核心企业以及其他控股公司、研究所。集团总

部位于北京，在上海、天津、成都、西安、重庆、深圳等主要经济发达城市

设有研发与生产基地。旗下上市公司：大唐电信、高鸿股份。 

 

（4）特发系：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1 年 8 月 1 日，是深圳市最

早成立的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曾先后被列入深圳市首批重点扶持的 30

户企业集团、广东省首批重点扶持的 70 户企业集团、国家首批重点扶持的 520

家企业集团、国家 120 户大型企业集团试点。2005 年 3 月，经国家经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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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国资委批准实施债转股后，公司更名为：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集团注册资本 158282 万元，深圳市国资委持股 43.3%、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持股 28.87％、深圳投控公司持股 19.49％、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持股 8.34％。

集团主营业务为旅游、房地产、光通信、汽车后市场和物业管理等业务，直

接管理的全资、控股企业 8 家，其中旅游企业 3 家，地产类企业 2 家，工业类

企业 3 家。截止 2014 年底，集团总资产 99.49 亿元，净资产 47.32 亿元，员工

总数 5,862 人。旗下上市公司：特发信息。 

 

（4）中电科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CETC）是经国务院批准、在原信

息产业部直属电子研究院所和高科技企业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国有重要骨干企

业，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十大军工集团之一。主要从事国家重要军民用大型电

子信息系统的工程建设，重大装备、通信与电子设备、软件和关键元器件的

研制生产。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381

号。主要从事移动通信系统与设备研制生产、通信网络规划、云计算应用、

印制电路板设计与制造及物联网技术研究等。成立于 1958 年，1976 年改建为

移动通信专业研究所。1996年研制出我国首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GSM手机。

1998 年 2 月 14 日，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参观并试用了该手机。2002 年起

隶属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现拥有一家控股上市公司（杰赛科技）和一

家独资公司（广州弘宇科技有限公司）。中电科旗下上市公司：杰赛科技、国

睿科技、海康威视、太极股份、华东电脑、四创电子、卫士通。 

 

（5）中电子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CEC）成立于 1989 年 5 月，

是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以提供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为主营业

务，产业分布于新型显示、信息安全、集成电路、信息服务等国家战略性、

基础性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核心业务关系国家信息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命脉，

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性 IT 企业集团。中国电子旗下拥有 25 家二级企业和

15 家控股上市公司，员工总数逾 13 万人。2014 年，中国电子实现营业收入

2039 亿元，2014 年底资产总额达 2343 亿元，连续 4 年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2014 年排名第 382 位。近年来，中国电子锐意改革，创新发展，以

“显示技术、信息安全、信息服务”三大系统工程为发展引擎，围绕产业链、

技术链、资源利用链，加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臵和布局调整，大力发展以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电子商贸与工程、产业金融

等现代服务业，形成新型显示、信息安全、集成电路、高新电子、信息服务

五大板块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旗下上市公司：南京熊猫、中国软件、中国

电子、中电广通、深桑达 A、振华科技、长城电脑、长城开发等 15 家控股上

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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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Table_A utho rState me nt  

 分析师声明 

张龙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勤勉尽

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
研究方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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